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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使用基坑中锚索预应力的损失问题分析
Analysis on prestressed loss of anchor lines in extending use of base pit
毕元领
（中铁十六局集团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100018）
摘要：基坑支护工程大多数是按照临时结构设计，一般使用期限为 1 年，但有些深基坑因各种原因造成停工，导致
再开工时部分基坑支护结构存在超期使用的情况。预应力锚索作为保障基坑支护稳定性的主要受力构件，超期使
用基坑再次施工时需对锚索预应力的损失情况进行分析，以确保基坑安全。本文讨论了锚索预应力损失的原因、
变化规律，并提出了对超期基坑锚索预应力损失的分析思路。
关键词：超期基坑；预应力锚索；预应力损失
Abstract: Most of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project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emporary structure, and the service life
is usually one year. However, some deep foundation pits are shut down due to various reasons, which leads to the overuse
of som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structures during the restart period. Prestressed anchor cable is the main force component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loss of prestress of anchor cable when the
foundation pit is reconstructed in excess of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oundation p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es and changing rules of prestressing loss of anchor cables, and puts forward the analysis ideas of prestressing loss of
anchor cables in overdue foundation pits.
Keywords: extened using foundation pit；prestressed anchor cable；prestress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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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工程技术领域的不停的进步与发
展，在满足功能性要求的同时，超高层建筑的应用也越来
越多。由于超高层建筑对地下空间的需求，使得带动了深
基坑工程的不断发展。基坑支护是对基坑边坡采取的支撑
与加固的方法，以保证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以及基
坑周边环境的稳固。地下结构及外墙防水工程施工完成并
进行土方回填后，支护结构即完成任务，因此基坑支护属
于临时性结构。由此可见，深基坑支护工程基本上是依据
临时结构的使用寿命来设计的，一般为一年。但在工程实
际施工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深基坑工程因业主支护方案
不断更改、工程建设资金供给不足、设计深化变更频繁等
一系列原因造成深基坑工程不同程度的停工，而再次开工
时深基坑支护结构可能超过原有基坑设计使用年限，处于
超期使用状态，对工程周边的构筑物、建筑物、道路、管线
等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预应力锚索技术自应用于基坑支护工程以来,大大改
进了以往传统支护结构的受力条件,减轻了支护结构自重,
节约了物资材料，降低了施工成本。预应力锚索与基坑侧
壁岩体锚固在一起构成统一的复合体，在维持基坑稳定性
方面起着较多作用:①对滑动破坏体部分有拉力作用,起到
抗滑作用;②锚固作用,可以改善岩土体自身的物理力学性
质和潜在破坏面的强度指标。
由于潜在破坏的岩(土)体可以通过预应力锚索的拉力
作用,牢固地依附在稳定地层上，一旦锚索的预应力达到一
定损失量,就可能导致岩土抗剪强度下降到稳定值以下,锚
索就有可能与锚固体一起被拔出,造成基坑坍塌。尤其对
于超期服役基坑，其支护结构的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了原设

计期限，锚索的预应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也已经有了
很大的损失量。锚索预应力的损失直接关系到基坑工程的
安全性，需要对其进行长时间的监测,分析造成预应力损失
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基坑工程的安全。
本文以湖南文化广场（二期）为例，本工程于 2015 年 10
月停工，2017 年 2 月 28 日复工，停工 1 年零 4 个月，支护结
构为桩锚支护。由于本基坑支护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 1 年，
现已经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故基坑再开挖需考虑基坑超期
服役带来的工作性能下降，则需对该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护
性能进行有效的评估分析，特别是对锚索预应力的损失进
行分析。

1

影响锚索预应力损失的原因

锚索预应力的损失主要由短期阶段因素和长期阶段因
素构成。短期阶段因素主要存在于锚索前期的张拉、锁定，
温度变化、张拉顺序等。长期因素主要有岩体的变形、钢
绞线的应力松弛、雨水渗入岩体等。
1.1 短期阶段内引起预应力损失的原因
1）锚索张拉、锁定时造成的预应力损失。锚索与孔壁
的摩擦以及张拉千斤顶的摩擦阻力的大小主要决定了锚索
张拉过程的预应力损失程度。张拉千斤顶的摩擦造成的预
应力损失约为 1%，能够通过超张拉来进行补偿。但依据相
关资料显示，张拉系统的摩阻损失为 1%～3%，即张拉千斤
顶的压力值要比锚索测力计的显示值大 1%～3%。本人在
基坑支护施工现场咨询过锚索张拉、锁定人员，发现他们
对施工过程的预应力损失没有高度重视，大多数预应力张
拉值都是以油表上的显示值作为最后施加的预应力值。因
此，张拉系统以及施工人员原因引起的预应力损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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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重点。
2）锚索锁定完成后锚具回缩造成的预应力损失。预应
力锚索的锚固大多采用自锚体系，在张拉千斤顶回油的一
刹那,钢绞线都会不同程度的向锚索孔内回缩,并带动夹片
收缩,使锚具、夹片和钢绞线之间相互卡牢而达到锁紧的。
钢绞线的回缩也不同程度降低了部分锚索的预应力，因而,
研究回缩过程中锚索预应力的损失量,可对确定预应力锚
索张拉值的大小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3）温度的变化影响。温度的变化体现在岩体的变形引
起的锚索锚固力的变化上。岩石是一种具有热膨胀的热导
体。随着温度的上升，组成岩石的颗粒体积增大，引起岩
石中应力状态的变化，从而导致变形特征发生变化。因此，
温度的升高将会造成锚力的增大，冷却将造成岩体的收缩
和锚力的减小。由于岩体体膨胀系数小，温度变化引起的
锚固力变化值不大，在工程中能够不考虑温度变化对预应
力损失的影响。
4）张拉顺序和群锚效应造成的预应力损失。在群锚施
工过程中，锚索张拉施工对临近已施工完成的锚索有着一
定影响，造成已施工完成的锚索预应力不同程度的损失。
分析其原因为锚索张拉引起周围土体的变形，从而使锚索
影响范围内已施工完成的锚索的预应力发生变化。故锚索
孔位置以及张拉顺序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说明施工以免
造成严重应力损失。
造成应力损失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例如混凝土的
徐变，锚索的施工工艺等。
1.2 长期阶段内引起预应力损失的原因
1）钢绞线应力松弛对锚索应力损失的影响。钢绞线在
长时间应力作用下会产生应力松弛，应力松弛量一般与锚
索张拉后的预应力值以及经受荷载作用的时间有着直接关
系。钢绞线的应力松弛试验显示:钢绞线长期受荷的预应
力损失量大约为 5%至 10%，在同样应力作用下，100 小时
受荷状态下造成的应力松弛损失约为 1 小时受荷状态下造
成的应力松弛损失的 2 倍。
2）岩体的变形。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流变现象可导
致锚索预应力的损失，导致预应力值降低。在土方开挖阶
段，随着土方开挖卸荷，土体内部的应力得到释放，导致支
护锚索预应力值增大，并带有较为明显的时间效应。随着
土方、支护施工完成，锚索预应力趋于稳定变化。另外，由
于锚索预应力对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能的影响，使土体产生
压缩变形，特别是在预应力施加初期，锚索预应力明显降
低。相关工程实践及资料验证完整岩体在长时间应力作用
下的蠕变量很小，对锚索预应力的影响很小，但是土体中锚
索预应力一般在锚固后 5 天内显著降低，并在未来几年甚
至几十年内继续降低。该规律与岩体蠕变的趋势大致相同，
说明土体蠕变是引起预应力损失的主要烟瘾之一，这种因
素造成的预应力损失量基本在 15%以内。
3）雨水渗入对锚索预应力的影响。降雨时间及总体降
雨量对锚索锚固力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土体强度较低、
渗透系数较大的部位。随着裂隙水的持续渗入，土体抗剪
能力下降，抵抗下滑的能力也随之降低，锚固力会有所增
加。但随着土体的压缩变形和锚索应力松弛以及裂隙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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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消散，锚固力又会回复到降雨前的水平。所以在降雨
后，由于雨水的渗入锚索会受到循环荷载的作用，对基坑
和边坡的安全性是极为有害的。因而，必须加强基坑周边
的排水措施，防止雨水渗入岩体，以保证锚固力的稳定。

2

锚索预应力的损失变化规律及过程

根据监测得出锚索预应力变化的三个阶段（详见图 1）：
①是自张拉完成开始，锚索预应力下降阶段；②是锚索预
应力上升阶段；③是锚索预应力稳定变化阶段。
2.1 预应力快速下降阶段
预应力快速下主要受土体压密、孔道摩阻力、张拉系
统、预应力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该阶段时间相对较短，但
会造成较大的预应力损失，占总预应力损失量的 45%左右。

图1

锚索预应力－时间变化曲线图

2.2 预应力上升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由于岩体变形引起的预应力增加量大
于钢绞线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使预应力荷载增加。
2.3 预应力稳定变化阶段
这一阶段，由于土体的变形模量的变化较小，使锚索
预应力值稍有增长，当土体变形慢慢稳定时，锚索预应力
值也趋于稳定状态。

3

预应力损失速率

图 2 锚索预应力变化速率－时间变化图
由监应力监测结果研究、分析可以得出锚索自张拉完
成后其预应力损失速率变化情况,见下图。在t1 时刻预应力
变化速率到达最低,在t2 时刻预应力变化速率到达最大值,
在t3 时刻预应力变化率达到基本稳定。因此当锚索处于t2
时刻后,预应力变化速率出现突然变化可以作为分析基坑
支护稳定性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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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监理重要性及其不足点
Import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upervision
樊宗盛
（甘肃蓝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人们重视产品质量的程度与社会不断进步的程度成正比例增长，机械设备监理的主要职责是在工程中监督
产品生产和安装质量，以确保整个工程质量能够达到标准。本文阐述了关于机械设备监理的重要性及其不足点。
关键词：设备监理；重要性；存在问题
Abstract: People's attention attracted to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supervision is to supervise the p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in the project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project can meet the standard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supervision.
Keywords: equipment supervision; importance; problem
中图分类号：O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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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工程建设事业飞速
发展，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工程质量标准越来越高。在施
工过程中追求更高水平的组织生产、施工程序以及施工工
艺，就必须要重视机械设备的监理工作。

1

机械设备归类及监理的作用

目前主要有三种机械设备：1）设备具有定型性、通用
性及标准化性，其拥有批量生产的销售。该设备拥有较成
熟的制造技术和检验技术，拥有较好的市场形象以及品牌
效应，设备质量稳定上乘；2）设备存在一些问题，其在生产
制造中有很多重要的环节不好操作，需要针对性的试验、测
试其不稳定的性能指标；3）设备比较关键，与上述两种设
备相比更加复杂，只能进行单件生产。其作为即将进行国
产化制造的重要设备，拥有非国标规格的引进的技术以及

4

结论

分析和总结了影响基坑支护施工中锚索预应力损失的
主要原因，其中短期阶段内影响锚索预应力的因素具体包
括张拉系统摩阻、锁定后锚具回缩、温度的变化、群锚效应
和张拉顺序、混凝土徐变、锚索的施工工艺等；长期阶段内
影响锚索预应力的因素主要包括钢脚线应力松弛、岩体的
变形、降雨入渗等。
总结了锚索预应力损失随时间变化的几个阶段，包括
前期预应力快速下降阶段、预应力上升阶段，以及预应力
稳定变化阶段，并分析了预应力损失速率的变化。得出超
期服役基坑的锚索预应力损失在后期趋于稳定，损失量在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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